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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学咬文嚼字

物理学咬文嚼字之五

谱学：关于看的魔幻艺术
曹- 则- 贤

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- 北京- .///0/）

一切含义模糊的外来词都是误读的根源& & & & & &
———摘自李淼的博客

- - 谱（1#2+"3’4）的概念是为数不多的贯穿整个物

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，它频繁地出现在科学的各个

分支，并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表达中& 谱分析（ 1#2+"3*(
*,*(51)1）既是一门数字或理论分析的技术，也是一

门花样繁多的实验技术& 前者的应用实例包括统计

学中的 6*521)*, 谱分析、经典力学中可积系统的谱

函数和量子物理中的算符的谱理论等等，而后者涉

及的则包括光谱、质谱、能谱等技术& 理解谱和谱学

的概念无疑地会有助于我们深入地学习物理学的许

多理论和实验方法& 非常有趣的是，谱作为一个贴近

生活现实的词，其在中文和西文中的表述、用法与延

伸有许多微妙的共通之处&
中文的谱，从言，本义为记载事物类别或系统的

书&《说文新附》云：“ 谱，籍录也& ”所以有家谱、食

谱、歌谱、棋谱的说法，这里指的都是“ 书籍”& 而中

文谱学的专门意思是研究氏族或宗族世系的学科&
俗话说的‘摆谱’，其原意就指的是摆家谱以显示出

身的高贵不凡& 谱转为动词则为按照事物类别或系

统安排记录的意思，所以中文有谱写、谱列的说法&
乐谱的英文为 4’1)+ 7889，1+832，"2:"，家谱的拉丁

文为 1"244*（复数为 1"244*"*），强调的都是写的或

画的籍录& 家谱的英文说法 ;*4)(5 "322 强调的也是

谱系籍录的视觉结构，另一说法 <2,2*(8<5 本意就是

出生纪录& 注意，这里中文的谱（作为贴近生活的概

念）对应的不是 1#2+"3’4&
《释名》对谱字的解释为：“谱，布也&布列见其事

也 & & & & & & ”，这里明显地强调了其作为动词的成分& 在

这个意义上，谱字是对 1#2+"3’4 及相关字词的绝妙翻

译& =#2+"3’4（复数为 =#2+"3*）来自拉丁语 1#2+"*32，

1#2+232，本意就是‘看’的意思& 基于这个词之‘看’的

意思的西文词汇很多，字面上较明显的有 1#2+"*+(2
（可观看的事物；帮助观看的家伙，即眼镜），1#2+"*"83
（观看的家伙；观察员），),1#2+"（ 往里看；检查，挑

剔），2:#2+"（往外看，往远处看；希望），32"381#2+"（往

回看；提供马后炮式的观点，科学文献中常用 ), 32"38>
1#2+"），321#2+"（回头再看；转义为尊敬、关切），+)3>
+’41#2+"（转着圈看；转义为审慎的、小心的），1#2+"23

（不敢看，捕风捉影；转义为鬼，幻影）等等& 而 1#2+"23
（法文拼法 1#2+"32）正是 1#2+"3’4 的本义，意为 #!*,>
"84（幻影）、*##*3)")8,（怪异、怪影）& 不太显然的词

有 ?21#)"2（来自 ?21#)+232），意思为向下看，即看不

起、厌恶；其同义词为 ), 1#)"2 8;& 另一个不太显然的

词是 1#5（间谍）、=#)8,*<2（德语，间谍案），间谍的任

务可不就是去看人家不让看的东西吗& 当然，中文的

谍和中文的谱同义，有“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（ 谱

牒）”之说，是书札的意思& 中文间谍一词中，谍的意思

不仅是偷看，还有偷听，还得打报告（谍、牒）；而间，即

离间，使反间计的干活，可见中文间谍的任务可能比

西方 1#5 的任务复杂一点&

图 .- 太阳光经过棱镜后被分解成多彩的光谱& 对第一个观察者

（1#2+"*"83）来说，这个现象真的具有 1#2+"3’4，1#2+"23，#!*,"84

（幻影、诡异）的色彩

=#2+"3’4 一词正式用作科学名词始于 .@A. 年，

牛顿用棱镜实现了对可见光的分剖& 那原来白色的一

团光里面竟然变出了多彩的、顺序排列的不同颜色

（见图 .），不是 #!*,"84（幻影）、*##*3)")8,（怪异、怪

影）又是什么？所以，牛顿将之命名为 1#2+"3’4，从此

开创了光谱学的研究& 早先的光谱研究依赖于直接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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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的成分较多，4*52)678619（看 : 写）一词指的就是

把光谱拍成照片或以别的形式记录成可视的文件- 现

代的光谱学研究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，光谱仪

（4*52)67*(7)795)56）成了标志性的现代科学仪器，对

光线的操纵以及记录过程也更复杂- 光谱学的研究对

现代物理的促进作用，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- 对物

质的吸收谱和发射谱的研究可以说是原子物理的基

础，对原子光谱的分立谱线特征的解释导致了旧量子

力学的产生- 光谱分析还是研究宇宙中化学物质的重

要手段，而引力红移现象的测定则从实验上从一个侧

面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-
基于谱（4*52)6.9）的‘布列见其事’的思想又发

展了其他众多的谱学方法，包括能谱、质谱、扫描探

针谱等，即按照研究对象的能量、质量或控制参数的

不同将所关切的研究内容分离开来以便辨析- 细心

的读者可能注意到，众多的汉语笼统地称为谱学的

学科，其英文表达分为 4*52)67427*; 和 4*52)6795)6;
两种- 这两者很多时候是通用的，具体使用哪个仅仅

是习惯而已，但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却是存在的-
<*52)67427*; = 4*52)67（ 拉丁语，看）: 4>7*503（ 来自

希腊语，还是看），而 4*52)6795)6; = 4*52)67（拉丁语，

看）: 95)673（来自希腊语，量），所以偏重直接观测

或转化成图像的多用 4*52)67427*;，而转化后才可见

且结果偏重于计算的宜用 4*52)6795)6;- 比如我们说

拉曼谱学用 ?1913 4*52)67427*;，而说质谱学则用

9144 4*52)6795)6;，当然了也有人用 9144 4*52)67427@
*;，但较罕见- 同样是光谱学，能量色散 A 射线谱学

被称为 A B 61; 4*52)6795)6;，因为 A 射线是不能直接

看的- 但是，像光电子能谱学可能由于部分使用的光

源能见到可见光，所以是 *(7)75/52)673 4*52)6795)6;
和 *(7)75/52)673 4*52)67427*; 两个词随便混用- 而此

技术的另一个名称光（ 电子）发射谱学则几乎只采

用 *(7)759044073 4*52)67427*; 的说法-
到底有多少种现代谱学方法在使用中？笔者一

直未能得其大概- 笔者先前的一篇短文“ 材料化学

分析的物理方法”（ 参见《 物理》，$%%C：$D$—$DD；

"&$—"&&）就涉及谱学近二十种，谱学方法种类之

多由此可见一斑- 每种谱学方法都涉及物理原理、仪

器设计制造以及数据的分析与诠释，因此它不仅是

一种有效的方法，其本身也是物理，至少是应用物

理，的研究对象- 与谱学相关的诺贝尔奖相当多，如

?1913 的拉曼光谱学，<058E13 的 A B 射线光电子谱

学，F/759E56853 的激光光谱学，G634) 的核磁共振谱

学以及相关的 H1.)56E.6 I J134K05/L 的磁共振成像，

图 $! 碳团簇沉积物的典型（时间飞行）质谱- 对应于 #% 个碳原

子处的突兀的尖峰引导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碳同素异形体

等等- 而与质谱学发展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则有五

个之多，包括 M(79473（气体放电），N4)73（同位素的

质谱图），O1./（离子阱技术）和 P533 I M131>1（软性

去吸附离化方法）- 实际上，不仅发展谱学原理和技

术本身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，一些对谱学的简单应

用都能促成这样的工作- 比如，’QQ# 年的诺贝尔化

学奖奖励的是 R#%分子的发现，而 R#% 分子发现的关

键就是一个质谱- S67)7 原本要解释空间中一些大气

的微波谱，他希望在地面上合成一些碳的长链分子，

研究它们的微波和红外光谱- <91//5; 为 S67)7 合成

了一些碳的团簇沉积物- 在碳团簇的质谱图上（ 图

$），对应于 #% 个碳原子处的突兀的尖峰提出了为

什么 R#%分子特别稳定以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

的问题，从而导致了碳的又一种同素异形体的发现-
谱学，一门关于‘ 看’的魔幻艺术，还有更多的

可能性等待人们去开拓-
补缀：英文有‘ 看’的意思的词很多，且来源各

别- 其一为‘ 65816L’，用于‘,0)( 65816L )7’，65816L@
038，65816L/544（不顾及，汉语的‘ 顾’即是看），来自

法语 65816L56- 其他的，455 来自德语的 45(53；E5(7/L
来自德语的 (1/)53（ 如同 7E456T5，是用眼锁定的意

思）；/77> 来 自 德 语 词 8.2>53 之 方 言 发 音 /.853；

T05, 来自拉丁语的 T0L565（参见法语的 1. 65T706（再

见））- 大概 81U5，4)165 之类的词可能略有一点同英

国的血缘？请方家指教- 又，我们辛辛苦苦写好的文

章投给杂志（ 法语 ?5T.5），编辑会请审稿人给 65@
T05,，从这两个词（实际上是同一个词）大家就明白

了为什么我们的投稿那么不顺利，原来人家杂志和

审稿人的本分就是要‘ 看了又看，很挑剔地看’- 当

然，像 V1).65，NLT- J1)56- 等杂志只 65T05, 极少部

分的投稿，我估计那里专门初审稿件的编辑大人们

之工作状态该是 L0465816L（懒得看，厌看）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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